
 
 
 
 

申請須知 

 
1. 項目簡介 

救世軍承蒙前運輸及房屋局支持及撥款，成功申請使用前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空置校舍改建為救世軍 

「齊+」@三聖過渡性房屋，為弱勢社群提供一個適切的居住環境外，亦透過多元化而優質的全人服務，關顧住

戶身心靈發展，協助住戶適應新環境，開創新生活。 

「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位於屯門三聖邨，鄰近交通及社區配套設施完善，步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

輕鐵三聖站，亦有九巴、城巴及小巴路線接駁港九新界。項目樓高七層及設有升降機，提供123個單位，當中包

括1-2人、3-4人及無障礙單位，預計容納約400人居住，亦設有公共空間，凝聚住戶及區內居民，重建「齊家」。 

 
 

2. 項目資料 

地點：新界屯門三聖邨 — 前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單位類別1
 

 

內部單位面積 

 

單位數目 
適用於非綜援住戶2 

每月租金（港幣） 
不包括管理費３

 

1-2人單位 約166 – 194平方呎 38個 $ 2,822 – 3,298 

3-4人單位 約278 – 289平方呎 82個 $ 4,726 – 4,913 

無障礙單位４
 約270平方呎 3個 $ 2,295 

1 申請人須按居住／家庭人數選擇單位類別。 
2 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住戶，其入住時的每月租金，須按綜援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支付。 
3 每月住戶需額外繳付管理費$1 / 每平方呎，實際租金及管理費將視乎申請者所租用的單位面積而定，本軍有權於每年審視
及調整租金及管理費水平。 

４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最少一名屬非短暫性於室內靠輪椅活動的殘疾人士；無障礙單位居住人數為1至2人。申請人須於會面 

審批時提交證明文件。 

 

 

3. 基本設施及配置 
·樓高七層，設有電梯。 

·地下設有多用途活動室，第一至三層設有公共空間。 

·不設泊車位。 
 

 
每個單位均配置 

獨立洗手間、浴室及煮食空間。 

單頭式電磁爐、窗口式冷氣機、儲水式電熱水爐。 
以簽訂租賃協議（租約）上所列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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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位平面圖 

1-2人單位 

（傢俱及家電配置只供參考） 

約166 – 194平方呎 

 

 

 

 

 

3-4人單位 
約278 – 289平方呎 

 

 

 

 

 

 

無障礙單位 
約270平方呎 

 

 

 

 

 
5. 其他費用 

·住戶簽署租賃協議（租約）時需繳付按金（金額相等於一個月租金）、上期（金額相等於一個月租金）及印  

花稅。 

·印花稅將由救世軍及租戶共同各付一半。 

·住戶須自行處理獨立電錶及水錶的轉戶手續，繳納按金及按用者自付原則，根據實際用量繳付電費、水費及  

寬頻費等其他費用。 

 

6. 租約期 

租約期為兩年，以簽訂的租賃協議（租約）上列明作準。 

· 按個別情況，住戶可申請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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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單位守則 
以簽訂的租賃協議（租約）上列明作準 

· 只限申請人及已登記家庭成員作自住用途，不得轉讓或分租予他人及容納寄宿者； 

· 嚴禁進行非法及不道德行為，否則本軍有權立即終止與該住戶之租賃協議（租約）； 

· 嚴禁進行建築結構性改動工程，或於消防系統上懸掛任何物品及以任何物品掩蓋煙霧探測器； 

· 嚴禁在項目範圍內吸煙； 

· 嚴禁使用明火煮食； 

· 嚴禁在單位內飼養鳥類及任何動物； 

· 當租賃協議（租約）終止時，住戶必須清空單位並保持整潔，把鑰匙交還予項目管理處職員。 

 

8. 申請資格 
 

 
甲類申請人 

· 已輪候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不少於三年的人士／家庭，申請人需持有印有香港房屋
委員會公共租住房屋申請編號藍卡（1至4人家庭）； 

·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須符合申請房委會公屋的現行政策及資格（包括但不限於家庭
人數、入息及資產）； 

· 申請人及其他家庭成員資料必須與公共租住房屋申請相符。 

 
乙類申請人          
(不多於20%住戶） 

· 申請人必須為年滿18歲之香港居民； 

·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現居於不適切住房或有迫切需要援助改善住房環境；並符合申請
公屋每月入息限額及資產淨值限額； 

· 申請人及其家庭須得到本軍部隊軍官或受政府認可之社福機構社工轉介。 

· 所有申請人只可經以上其中一項資格遞交申請，不可重複申請。所有申請經審核後，申請人六個月內不可再

次提交申請。 

· 若遞交表格後，甲類申請人被發現不符合甲類申請資格，其申請將會被取消，不會被自動轉為乙類申請。 

· 救世軍關心到基層的住屋需要，乙類申請專設給未有申請公屋又或輪候公屋未滿三年，但現居於不適切住房

或有迫切需要援助改善住房環境的人士／家庭。若遞交表格後，乙類申請人被發現已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公

屋) 不少於三年，其申請將會被取消，不會被自動轉為甲類申請。 

9. 遞交申請 
項目申請費用全免。 

申請日期 
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開始接受申請直至額滿為止。 

索取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 
A. 申請人可於https://salvationarmy.org.hk/下載申請文件；或 

B. 親臨屯門三聖街6號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管理處索取申請文件。 

申請途徑 
有興趣的申請人士請細閱【申請須知】，按申請表格之內容，逐一填寫正確資料及參考【證明文件清單】 

備妥所需證明文件，把申請表連同所有證明文件副本透過下列方式遞交： 

A. 電郵遞交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之電子檔案，電郵至[to.gather@hkm.salvationarmy.org]。 

·如經電郵成功遞交申請，申請人無須再郵寄申請表，所有重複申請一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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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郵遞申請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之副本一份，郵寄至：香港新界屯門三聖街6號救世軍「齊+」@三聖過

渡性房屋管理處；信封面請註明「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入住申請」。 

·若因郵資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導致延誤的申請表，將不獲處理。 

C. 親身遞交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之副本一份，遞交至：香港新界屯門三聖街6號救世軍「齊+」@三聖過

渡性房屋管理處；信封面請註明「救世軍「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入住申請」。 

·請於辦公時間內遞交申請，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5:00；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1:00（公眾假

期除外）。 
 

申請注意事項 
· 請用黑色／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如適用）填寫。如有刪改，請在刪改處及正確資料旁加簽， 

切勿使用任何塗改物料。 

· 無論申請人用任何方式遞交申請，申請人皆會在14個工作天內收到本軍以電郵或短訊（SMS）或WhatsApp形式發出一

份附有申請編號的確認申請訊息，申請人可自行記錄、列印或存檔，作日後參考或查詢之用。 

· 請確保電郵郵址和電話號碼正確無誤，以便聯繫。 

· 所有申請將會進行資料審核，如有任何需要，本軍會聯絡申請人提交補充資料。 

· 若申請人提供任何虛假、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其申請資格將被取消，而已獲編配的單位亦會被收回。就

申請表是否載有虛假、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本軍擁有最終決定權。 

· 如任何人故意作出虛假聲明（包括在申請表提供虛假、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判處監禁及罰款。 

 
 

10. 審批安排 

面見安排 

 
甲類申請人 

 

1.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出席面試，由本軍項目社工負責面見申請人核實申請資格後，將進入編
配單位程序。 

 
 
乙類申請人 
（不多於
20%住戶） 

1. 本軍項目職員通知申請人通知面見日期及時間。 

2.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出席面試，由本軍項目社工負責面見申請人，以專業判斷評估其個人或
家庭需要，並按評審準則為申請人及其家庭評分。 

3. 面試通過後將安排家訪，本軍項目社工按評審準則核實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居住狀況是

否符合要求及評分標準。如發現申請人的居住狀況與申報資料不符，本軍有權為其分數作出
調整，其位置由面試中較高分數者填補。 

4. 總結所有申請人評分，本軍將由分數最高的合格申請人開始，逐一邀請申請人抽籤配屋，直
至額滿為止。 

·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18歲或以上）須攜同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出席面見，如欠缺所需文件，有關申請將

會被延誤或無法處理。 

· 如申請人缺席面見，將視為退出申請，有關申請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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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準則： 

· 所列明的申請資格； 

· 完成所需審批程序，包括：資料核實及會面審批； 

· 認同救世軍理念，願意建立睦鄰關係及積極參與活動。 

乙類申請評分機制： 
· 申請人需達到 70／100 分才符合入住資格。 
· 每一個項目不能低於獨立項目的一半分數。 

· 評分項目包括： 

A. 住屋及其他特別需要（項目分數為60%，取得低於30% 被視為不合資格） 

·搬離原有居所的迫切性 

·現居單位的環境、安全及擠迫性 

·特殊學習需要或其他特別需要 

B. 重視睦鄰關係及自我增值意向（項目分數為40%，取得低於20% 被視為不合資格） 

·認同「齊+」@三聖過渡性房屋項目理念 

·願意積極參與項目所推行的社區及睦鄰活動 

·願意互相學習和具有同理心 

·願意自律、自我管理及遵守住戶守則 

·生活規劃及遷出計劃 

本軍保留審批申請及單位分配之最終決定權。 

 

11. 編配單位及入住安排 
·所有成功獲審批之申請均會按申請單位類別以電腦隨機抽籤方式編配單位，抽籤結果將於本軍網頁https:// 

salvationarmy.org.hk/刊登。 

·所有成功獲得編配單位之申請人將會收到本軍正式通知，申請人須於指定日期內繳付按金，親臨到指定地方  

辦理及簽署租賃協議（租約），以確認租住單位；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完成有關租住手續，將被視為放棄申

請論。 

·所有申請人不得要求重配單位。 

·當所有單位已獲編配後，已面試、合格及分數較低的申請人，將自動進入已面試的候補隊伍。 

·如有申請人自願放棄被編配之單位或當單位出現流轉時，本軍將按候補名單次序：甲類申請按電腦抽籤次序；

乙類申請按候補隊伍中較高分數者（同分者則會抽籤方式決定先後）逐名邀請入住，直至額滿為止。 

·當已面試的候補隊伍沒有輪候的申請人時，本軍將再次進行抽籤邀請合資格申請人進行面試及家訪。 

·申請人是否有機會獲編配單位，須視乎當時可供編配單位的情況、家庭需要、家庭人數及／或其面見評估甄  

選之分數。如有任何爭議，將以本軍最終決定為準。 

·如申請人在截止日期後5個月內仍未收到任何消息，則作落選論，本軍將不作個別通知。 

·申請人將於所有建築工程完成後收到入住安排通知，請於指定日期前到指定地方繳交租金及其他費用，並辦  

理入伙手續，以便安排住戶入伙。 

·當租賃協議（租約）完結或申請人及／或家庭成員獲得公屋分配或此項目終止時，住戶必須遷出單位。 
 

12. 聯絡方法 
查詢熱線： 2142 7452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00分至下午5時00分；星期六上午9：00分至下午1：00分（公眾假期除外） 

電 郵： to.gather@hkm.salvationarmy.org 

最新消息： https://salvationarm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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